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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集体提案获市委书记重要批示 

4月 11日，我会在市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上提交的集体提案《关

于发挥文化遗产核心价值  助推“名城名都”建设的建议》获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郑栅洁重要批示。 

提案针对宁波当代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资源利用存在的价值研

究不到位，市场开发不系统，运作空间不充分，资源配臵不合理等问

题，提出了要梳理全市文化的名片，推出一批可识别性的解读宁波文

化的成果，明确文化遗产研究的“宁波标准”；要编制统一、适用、

具备参考价值、达到执行标准的文化遗产资源利用规划，解决遗产资

源利用和当代文化建设高度糅合的大项目战略决策；要组建团队，营

销宁波文化走出去、拓展产生辐射力的路径，实现建立形式多样化、

数字化、趣味化的消费载体和平台，力争有重磅化的效果；要以国际

视野布局宁波文化产业链，依托中国与中东欧“16+1”交流平台和保

加利亚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尽快提高宁波文化对外输出水平等意见

建议。 

我会领导在市委统战部召开新闻通报会上答记者问 

4月 9日上午，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我市

召开多党合作事业情况新闻通报会。市委统战部和市各民主党派负责

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和有关媒体记者参加会议，我会副主委陈国明参

加通报会。 

通报会上，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叶苗就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有关

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宁波市委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

战线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勇立潮头”的要求，精心谋划部署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工作，推动我

市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同时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持把促

进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深入开展参政议政，积极开展社会

服务，引导成员建功立业，争当“名城名都”建设的生力军和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智囊团，涌现出一批具有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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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针对记者“在履行民主党派基本职能方面,民进具有哪些

独特的优势?近年来民进市委会是如何发挥优势开展履职活动的?”

的提问，我会副主委陈国明答道：近年来，宁波民进在履行民主党派

基本职能方面，发挥出独特的界别特色和人才优势，倾情履职，奉献

出“民进之智”和“民进之爱”，得到社会广泛认可。陈国明副主委

并详细介绍了宁波民进近年来在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各方

面的独特表现和部分民进会员立足本职、服务社会的突出事迹。 

会领导参加宁波市统一战线纪念中共 
“五一口号”70 周年座谈会 

4月 27日，我市召开统一战线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群代表中共宁波市委讲话，市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叶苗主持座谈会。 

梁群指出，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70 周年，是为了更好地铭记

历史，审视历史，开创历史，始终坚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

好完善好。 

我会专职副主委徐建成、副主委陈国明，各兄弟党派市委会领导

班子、无党派人士代表和市知联会会长、副会长参加会议。徐建成代

表市委会在发言中指出，宁波有着一批重要的民进先贤和领导人。他

们中有民进的主要创始人、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宣传部长等，其中

有 4位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进前辈的坚定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

风范，是宁波民进的底蕴和本色，是宁波民进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今后我会将坚持“在正道上行”，牢记马叙伦等老一辈民进领导人

“跟着共产党走”的政治嘱托；坚持且学且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跟上宁波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坚

持“有思有行”，在自身建设上不断更新理念，开拓创新；坚持“同

心同向同行”，在履行职责方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好各级党委

的好参谋、好同事、好帮手。以此“四行”为思想政治引领，努力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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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参加宁波市纪念“五一口号” 发布 70 周年 
经典朗读活动 

4月 25日下午，宁波市各民主党派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70周

年经典朗读活动在天一阁状元厅举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利月，市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叶苗等出席朗读活动。省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

和各民主党派市委会 1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来自各民主党派的朗

读者，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诵，重温了民主党派先辈对自由民主的不懈

追求，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追随和对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求索奋斗，

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会会员、宁波市甬剧团原导演应礼德老师深情演绎了民进主要

创始人马叙伦之孙马元先生所记《1948年马叙伦这样过“五一”》，

讲述了马老与“五一”口号的那些往事。其声情并茂 的朗诵,深深地

打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经典朗读是市委统战部牵头组织的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号”7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回顾历史，引导各民主党派不

忘多党合作之初心，坚定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信，始终不渝与中

国共产党携手前进，共同聚焦“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为实现

我市更高质量的发展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我会组织参加宁波市纪念“五一口号” 
发布 70 周年书画展 

4 月 26 日上午，宁波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纪念“五一口

号”发布 70 周年书画展在月湖美术馆举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利

月、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叶苗等出席书画展开幕式并分别讲话。 

我会专职副主委徐建成、市委会委员叶辉和全体机关干部、部分

书画家参加开幕式，此次画展，我会有沈元发、张奕辰、朱开益、陈

文虎、应伟建、陈跃丰、胡云泉、刘明观、王海涛、林彩君、许敏健、

周益、刘晓东、吕亮、陈元等会员的十七幅作品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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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召开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70 周年 
暨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会议 

4月 26日下午，民进宁波市委会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70周年

暨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会议在五一广场举行。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

市委会主委吴国平，市委会副主委徐建成、陈国明，市委统战部党派

处处长钱锋等出席会议。民进宁波市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分管思想宣

传工作的委员等 11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对 2017 年度民进全市优秀

基层组织和全市良好基层组织进行了表彰。  

吴国平主委作题为《重温同心历史 传承政治薪火 以思想政治教

育的强大引领作用提升自身建设新水平》的工作报告，强调了重温响

应“五一”口号的伟大现实意义，回顾了换届以来民进宁波市委会思

想政治宣传工作情况，对下一阶段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进行了部署。 

吴国平主委强调，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就

是要重温这段光荣的风雨同舟的历史，传承政治薪火，为我会奋进新

时代、奋斗新征程注入强大思想政治动力，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作用，自觉增强“不

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做新型政党制

度的坚定维护者和实践者。 

我会举行“奋进新时代 奋斗新征程”民进风采演讱比赛 

4月 26日下午，我会在市五一广场举行“奋进新时代 奋斗新征

程”民进风采演讲比赛。12 名参赛会员饱含对民进组织的热爱深情

演绎了 12 个关于民进人的好故事，既有怀念民进先贤的所感所思，

又有记叙身边人的点滴小事，集中展现了一代又一代民进人，始终不

忘“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初衷和“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初心，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宁波民进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精神的理解，抒发了宁波民进人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宁波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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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开展清明祭念先贤活动 

4月 8日，我会会开展清明纪念活动，先后拜谒马叙伦墓地和适

夷亭，缅怀先贤，传承信念。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徐建成、部分骨干会

员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活动。 

怀着景仰的心情，大家首先赴杭祭奠民进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先

生。全体人员在马先生墓前敬献鲜花，鞠躬致敬，默哀凭吊。在庄严

肃穆的氛围中，徐建成诵读祭文，回顾了马叙伦先生投身革命的豪情

壮举，无畏无私的爱国情怀和高山仰止的崇高品格，也道出了宁波民

进人追思先贤、秉承会志的信念。接着，大家集体诵读了马叙伦先生

书写并赠送给林汉达先生的毛泽东主席词作《沁园春﹒雪》《清平乐

﹒六盘山》，重温民进前辈的清风高谊和与中共始终同心同向、同心

同行的信念初心。 

在姚江岸边、念德桥畔的适夷亭中，大家认真聆听讲解，阅读亭

内碑文，为楼适夷与民进先辈傅雷、冯宾符之间肝胆相照的革命友谊

和他们文以载道、不屈不挠的精神风骨而感怀，更为老一辈革命先贤

爱党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而动容。 

会领导参加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会 

4 月 11 日下午，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会在

郎官大厦二楼民主协商厅举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傅祖民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通报了全市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叶苗主持通报会。 

通报会上，我会专职副主委徐建成及其他兄弟党派负责人、市工

商联党外专职副主席、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发言，对我市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畅通民主监督渠道、丰富民主监督

形式、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与建议。 

民进宁波市教育基层委员会成立 

4 月 14 日下午，中国民主促进会宁波市教育基层委员会成立大

会在东部新城五一广场会议厅举行。基层委员会辖下 14个支部的 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8F%99%E4%BC%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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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会员参加会议。吴国平主委在会上讲话。市委统战部部务会议成

员、巡视员王维东，市教育局副局长徐文姬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各

支部所在学校党组织负责人以及兄弟党派有关领导、我会基层组织负

责人代表到会祝贺。会议由新任的基层委员会副主委何丽波主持，新

任的基层委员会主委陈杰作了表态发言。 

大会之前，召开了民进宁波市教育基层委员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

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教育基层委员会，共有委员 15 名，他们是：

王劲松、戎骁、孙立、何楠、何丽波、陈杰、张雁、吴松平、吴素珍、

邬炳祺、杨淑榴、林碧霞、俞赛珠、高燕萍、章有国。经基层委员会

一届一次委员会议推选，陈杰任主任委员、王劲松、何丽波、戎骁、

孙立任副主任委员，张雁任秘书长。 

市委会召开统一战线与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 

4月 19日下午，市委会组织部分基层组织理论研究骨干 10余人，

座谈交流统一战线与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工作。会议由组宣处处长梅

旭东主持，市委会专职副主徐建成作总结讲话。会议通报了换届以来

我会理论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并就 2018 年理论研究选题方向和

工作规划讨论交流。 

徐建成在讲话中对大家为理论研究工作所作贡献表示感谢。他指

出，会内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调动会员参与的热情，增强爱国爱会

的感情，才能从真情出发，有深度地诠释好、发展好新型政党制度在

基层生动实践的新内涵。面对新时代，勇挑新任务，希望各位骨干会

员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加强学习，练好内功，结合学习中共十九大、

民进十二大精神、修改后的《会章》，积极参与纪念“五一口号”发

布 7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宁波民进地方组织成立 35 周年等各

项活动，切身感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新使命、新征程、

新变化，着眼于“新时代”、“高素质”自身建设要求，促进我会理

论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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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会举行 2018 年第 3 期开明沙龙 

4 月 27 日下午，市委会以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为主题在

宁波教育博物馆举行了 2018 年第 3 期开明沙龙。市政协委员、市委

会委员和新会员等 10人参加沙龙。 

围绕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大家以一线教育岗位上的感受和思考，群策

群力开展研讨。针对部分家长在孩子教育中存在的焦虑心态，建议要

引导好家长的预期，营造科学的家庭教育氛围。对当前校外培训机构

提前教、超纲教、针对性应试教等违规行为，建议要开展治理整顿，

严厉惩治校外培训机构举办未经审批的语数外课堂知识超前培训班

等行为。大家认为，当前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防止许多学

生在小学阶段就失去灵性、厌倦学习、磨损了宝贵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为学生今后全面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会上，大家还反映了其他社情民

意信息，为助推宁波教育事业献计献策。 

会前，与会人员观看了宁波教育博物馆的展览，重温宁波教育事

业发展历程，坚定了奉献教育事业在正道上行的初心。 

 

基层动态 

象山县支部赴嘉兴、上海开展重温历史学习活动 

4 月 9 日至 10 日，民进象山县支部赴嘉兴、上海开展重温历史

之旅，瞻仰革命圣地，追溯红色记忆，集体接受党史、会史和革命传

统教育。民进宁波市委会副主委王安静、象山县支部主委杨盛昂、市

委会组宣处处长梅旭东及支部全体会员参加活动。 

在中共一大旧址南湖红船前，全体会员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红船精神，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大家认真听

取讲解，详细观看史料，对党的光辉历史有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识；

在上海黄浦区明复图书馆的民进成立旧址，全体会员仔细观看了民进

成立旧址里的展览物品、珍贵照片，听取了上海民进志愿者讲解员关

于民进成立旧址、“民进创建史”学习系统的介绍，并观看了中国民

主促进会宣传短片，实地接受了一次民进光荣传统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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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支部与民进建德市新安江支部开展交流活动 

4 月 10 日，民进宁波市高新区综合支部邀请民进建德市新安江

支部主委、国家高级礼仪培训师董光海到高新区信懋小学作《国将兴，

必贵师而重傅》的专题讲座。高新区综合支部主委万柏涛及部分会员

参加活动。 

专题讲座结束后，董老师与支部同志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介绍了

民进基层组织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 

高新区综合支部走进高新企业 

4 月 19 日下午，民进宁波国家高新区综合支部赴宁波芮泽西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走进高新企业”学习参观活动。切身感受科学

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活动在左国坤博士主题报告《康复机器人与健康产业展望》中开

场。左博士详细介绍了公司面向神经重塑的康复机器人技术研究、产

业化开发的进展和美好未来。随后，大家实地观看了公司开发的上肢、

和下肢末端牵引康复机器人的康复演示，并做了亲身体验。 

科技医卫支部赴宁波轨道交通开展参观学习活动 

4 月 20 日，民进科技医卫支部会员和部分宁大一支部会员赴宁

波轨道交通开展参观学习活动，积极推行绿色生活方式。 

在轨道交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各位会员参观了西门口地铁站车

控室、OCC控制大厅。听工作人员介绍了地铁车控室的相关工作原理

及部署，及宁波轨道交通积极开展的互联网+的新型支付方式绍。随

后，会员们进行了短暂的乘坐体验，来到东环南路地铁站参观 OCC控

制中心，了解了行车调度员的工作，工作人员向各位会员解说了行车

调度的岗位职责，使会员们对轨道交通出行安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北仑区支部举行“阳光成长”现场教育咨询活动 

4 月 22 日上午，民进北仑区支部和北仑区芦北社区携手在柴桥

小学举办“阳光成长”现场教育咨询会。北仑区柴桥街道党工委委员



 

 - 9 - 

张幼芬、区委统战部党派干部科科长朱小祥、民进北仑区支部主委童

红霞，及九位支部会员、部分区骨干教师参加活动。咨询会前，支部

主委、东海实验学校副校长童红霞结合自己的教学故事生活经验，给

学生家长做了《陪孩子迈好青春第一步》的小升初讲座。 

教育咨询分“中小学学科教育”组、“政策咨询”组、“心理健

康咨询”组等。在咨询中，家长们根据实际情况，咨询了很多教育方

面的困惑，如“我家孩子爱看书，但是语文成绩一直提不上怎么办”，

“怎样有效提高写作水平”，“家里孩子上高中后周末都不回家的怎

么办”等等。部分家长还就最关心“升学、新高考”等方面的政策进

行了咨询，咨询组老师都耐心地一一作答。 

象山县支部参加象山县纪念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70 周年大会 

4 月 27 日下午，象山县举行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大会。县委书记叶剑鸣出席大会并讲话，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陈爱武主持会议。 

会上，民进象山县支部全体会员朗诵诗歌《民进人民进情》，会

员代表还参加了诗歌朗诵《向岁月致敬》、大合唱《不忘初心》，重

温历史，表达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继续携手前行共圆“中国

梦”的信心和决心。 

慈湖支部赴大荆中学参观学习 

4 月 27 日，民进宁波市慈湖中学支部一行 7 人前往温州乐清市

大荆中学，与该校的民盟会员们进行了交流。 

会员们受到了该校的热情款待，宾主双方先在该校的小会议室里

进行了小范围的座谈，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 70 周年，形成同

心同行。随后双方又交流了各自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等

方面做法。然后在大荆中学仇书记、校办曾主任的带领下，参观了该

校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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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我会多名会员荣获省市五一劳动奖章 

4 月 28 日上午，我市隆重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模

先进表彰大会，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会上，4个集体和 13

名个人分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50 个集体和 147 名个人分

获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 

我会会员陈忠法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吴志敏、范武荣获宁

波市五一劳动奖章。 

我会多篇理论文章获民进中央、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 
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70 周年优秀论文 

4 月 27 日下午，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纪念“五一口号”发

布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表彰了一批优秀论文，我会有多篇论文

获奖。余姚基层委员会杨丰撰写的《传承弘扬“五一口号”精神与民

主党派优良传统建设高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获一等奖，机

关支部梅旭东撰写的《对民进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的诺与

行之思考》获二等奖，大红鹰支部王臣申撰写的《论“五一口号”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建设的启示》获优秀

奖。其中，梅旭东撰写的《对民进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的

诺与行之思考》还获得了民进中央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七十周

年理论征文二等奖。 

李砚硕入选浙江省首批“万人计划”人才 

本月，浙江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公布了首批浙江省“万人计

划”入选人员名单。我会会员、省政协委员、宁波大学材料科学与化

学工程学院教授李砚硕入选为“青年拔尖人才”。 

《浙江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浙江“万人计划”），

是与省“千人计划”并行、面向国内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支持计划。从

2017年起，计划用 10年左右时间，有重点地遴选支持万名哲学社会

科学等领域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浙江“万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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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臵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 3个层次共 8个类别，

最高每人可获得 100万元的特殊支持。首批浙江省“万人计划”入选

人员共 199名，其中宁波 25人。 

象山会员王群举办老竹器收藏展 

4月 3日，民进会员王群“远去的优雅—老竹器收藏展”在象山

县博物馆展出。民进象山县支部主委杨盛昂、副主委宋厘国等人到馆

祝贺。竹衣、竹盘、竹枕、竹制文房四宝……近百件清代至今的竹制

品充分展示了中华竹刻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审美价值。 

王群，石浦人，1972 年出生，中国根艺美术学会会员，宁波开

明书画院副院长，潜心根雕 30 多年，开创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开竹

雕。其作品先后获得“刘开渠根艺奖”金奖、“百花杯”中国工艺美

术精品展金奖等奖项１６项，荣获浙江省“根艺美术名家”和宁波市

“十佳青年文艺之星”称号。 

 

简讯 

4月 4日，徐建成副主委、调研处黄海燕、夏方文赴北仑考察调

研小浃江生态廊道建设。 

4 月 7 日-9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担任 2018 年上半年浙江

省学考选考镇海中学考点主考。 

4月 8日—10日，徐建成副主委在省社会主义学院参加新一届省

政协委员培训班学习。 

4 月 10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新疆库车二中周卫平

校长一行 5人和龙游中学吴蔚萍校长一行 6人，并就在新高考背景下

如何进一步做好教育帮扶工作进行深入交流。 

4 月 11 日下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情况通报会并发言。 

4 月 10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云南省昆明十二中周

静静书记一行 14 人，向他们介绍了学校办学的各方面情况，并为他

们为期一周的蹲点考察活动提供了支持。 

4 月 11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黔西南州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梁喜明一行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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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吴国平主委赴台州出席镇海台州两地教育合作签约

仪式。 

4 月 13 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陪同崔秀玲副主席调研一带一路

古港活化石调研。 

4 月 14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

十一院士一行。 

4 月 16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参加中国教育报主办

的第十二届校长高峰论坛的 100余位校长；并为他们作了《学校发展

和教育思想》主题讲座。 

4 月 16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江西省赣州市副市长

郭素芳一行 5人。 

4 月 17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

教授。 

同日下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市政协全会提案民主监督动员大

会。 

4月 18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市政协佛教文化课题推进会。 

4 月 24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广东肇庆中学陈淑玲

校长一行 11人。 

同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和市政协重大项

目情况通报会。 

同日下午，徐建成副主委向全体机关干部传达全市重大项目推进

会精神。 

4月 25日，吴国平主委应邀赴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上海）

出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学校长校友会理事会会议暨影子校长联盟成立

大会。 

4 月 27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江苏省教科院潘其勇

教授带领的 100余位江苏省各类学校校长。 

同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国务院、省、市廉政工作视频会议。 

同日下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中共市委统战部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70周年座谈会。 

4月 28日，吴国平主委应邀赴清华大学出席 2018年中学基础教

育高峰论坛暨清华大学 107周年校庆观礼活动，并作为中学校长代表

作《新高考 新变化 新策略 新成果》主题发言。 


